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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專欄

惟獨聖經的來處
惟獨聖經的來處

1521年4月18日在德國沃木斯，路德向神聖羅馬帝國發表他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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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 專欄

1雷雨田、伍渭文，主編，路德文集:第一卷--改教文獻1，雷雨田、劉行仕譯(香港:香港路德會文字部，2003年)，697頁。

2APELT就是亞洲信徒訓練促進方案Asia Program for the Enhancement of  Lay Training，簡稱APELT.

3Alister E. McGrath, Luther’s Theology of The Cross: Martin Luther’s Theological Breakthrough (Grand Rapids, MI: Baker Books,  

 1990), 112-113, 136-141.

4Alister E. McGrath, Iustitia Dei: A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5, 84.

　　「除非用聖經...說服我...我不...撤銷任何東西」1，這是馬丁路德在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面前

所發表的立場。值此轉變歷史的重要時刻－1521年4月18日的德國沃木斯，將近五百年後，中

華信義神學院在2016年3月14日將舉辦APELT2研習，來探討路德權柄的核心：『惟獨聖經』。

今年的APELT延續去年APELT的議題，因為柯安得博士所強調的是聖靈和聖經的密切關係。這

篇文章是為預備今年的APELT而作的前奏曲。路德的立場改變了歷史，他的立場核心是他確信

聖經就是上帝的話，是絕對的惟一，普世永遠的權柄乃『惟獨聖經』。這個確信從何而來？本

篇將試著回答這個問題，探討馬丁路德『惟獨聖經』的確信，焦點就在於三個造成馬丁路德確

信的因素：1.他個人屬靈掙扎(1505-1517年) 、2.他公開的立場（特別是在1517-1521年）、3.基

督為中心。

1.路德的屬靈掙扎（1505-1517年）

　　在他二十多歲的時候，馬丁路德陷入嚴峻的屬靈掙扎；1505年他21歲時進入一所嚴格的修道

院。中世紀神學累積了很多層面的權柄：亞里斯多德、教皇、教會大會的決議、大學的意見、天

主教的法典……等等，它們常常彼此矛盾，也會為爭取優勢，造成很大的混亂。關於救恩與稱義

，亞里斯多德的定義凌駕於當時聖經的詮釋，因而限制了福音的傳揚。3福音的真理被哲學扭曲

了，神的義不再被視為主的恩賜，賞善罰惡成為上帝對人行為公義審判的標準。4因為在中世紀

神學，救恩取決於人的善行，而非靠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替眾人所完成的救恩。雖然路德用心努

歐祈人 牧師

力企圖得救，但他了解沒有辦法得著確據與平安。5我們有路德手寫的筆記證據指出，從1509年

開始，路德閱讀奧古斯丁的著作並受他很大的影響。6從奧古斯丁的惟獨聖經觀得到了平安與確

信，因此路德就從人類哲學綑綁聖經真理中被釋放。7接著他就非常努力地讀聖經，因而發現了

純福音，救恩乃主白白的恩典，使罪人獲得完全的饒恕，並賞賜永生給一切相信祂的人。

2.路德的公開的立場（1517-1521年）

　　馬丁路德的發現乃是復興神在聖經中所啟示的福音，這福音在中世紀被人類的哲學所扭曲

。出自牧者的仁心，路德寫了《95條》來反對中世紀神學所造成的惡劣行徑：放任發行贖罪券

這種粗魯笨拙的方式，來幫教皇賺錢，於是引起了極大的爭論，也點燃了宗教改革運動的火花

。8當時教皇的權柄已經擴大，當然不甘心讓路德阻擋他的財路，並削弱他的地位和權柄，因此

教皇委任當時最頂尖的神學家們組成強大的戰鬥團隊，輪番上陣激烈地攻擊路德，火力全開譴

責路德下地獄 ( 約40個神學家共同運作開除路德的教籍，並由教皇在1521年1月頒布 ) 。但是路

德證實了筆利於劍，就像一位少林高僧能夠同時打勝40名武林高手。9戰鬥激烈讓路德倍受壓力

：浦萊利亞、迦耶坦、厄克、及其他的頂尖神學家，用寫作、辯論、警告來試圖說服路德改變

他的觀念。這些神學家早就將此討論的焦點從「贖罪

券」改成「權柄」(「贖罪券」只是當時重病的症狀之

一)，他們將路德的《95條》和他的相關著作，視為對

教皇權柄的攻擊。當時浦萊利亞等人主張教皇的權柄

高過聖經，10所以在此公開的辯論中，路德必須將他

的觀念建立在堅固的權柄上，從自己屬靈掙扎的肇端

，以牧者之心打那美好的仗，因此許多人領受並跟隨路德在聖經中所發現的福音。聖經成為路

德的權柄，就在1521年沃木斯會議中，他當著皇帝面前宣告其具有極大影響力的立場：「除非

用聖經...說服我...我不...撤銷任何東西」!

3.基督為中心

　　自沃木斯會議之後，路德持續帶領改教運動，逐漸出現一個顯著的事實：聖經主要的信息

乃聖經即是權柄。聖經賜給我們的是真正的基督，聖經的價值和權柄都在其中。聖經的話語賜

給我們道成肉身的道 ( the words give us The Word) 。路德也經歷到聖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

在他的身上做工以治死老我獲得新生，聖經的律法打敗並治死驕傲、自私等罪，聖經的福音使

我復活變成新造的人，就是一個以信心和耶穌基督連在一起新造的人。11那信靠並跟隨基督的

人，也必須跟隨基督看待聖經的態度。12

華人的教會

　　華人的教會將會 ( 或已經有 ) 重複西方教會的錯誤，使人類的哲學( 孔孟思想等) 敗壞福音

嗎？那是極有可能的！因為經驗告訴我們，人類向來未能從歷史中學得教訓，更何況是從神學

呢？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忠心持守神的道。誠摯地邀請各位來參與3月14日的APELT，探討以

下的問題和其他更多的主題：

　　-在你的教會中弟兄姐妹應用傳道人的話比聖經的多嗎？

　　-有沒有一些習慣、作法和傳統漸漸成為和聖經同等重要，甚至凌駕聖經？

　　-你的經驗、見證或恩賜有無來自足以與聖經匹敵的權柄？

　　-你會固執地堅持自己的感覺和看法，也不讓神的

話改變塑造你的心嗎？

　　感謝上帝！聖經將主耶穌基督賜給我們，祂是饒

恕我們所有過犯的救主，將永生賜給每一位相信祂的

人，並藉著祂的話語更新我們對聖經的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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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7年10月31日在德國威丁堡貼了《9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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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因此路德就從人類哲學綑綁聖經真理中被釋放。7接著他就非常努力地讀聖經，因而發現了

純福音，救恩乃主白白的恩典，使罪人獲得完全的饒恕，並賞賜永生給一切相信祂的人。

2.路德的公開的立場（1517-1521年）

　　馬丁路德的發現乃是復興神在聖經中所啟示的福音，這福音在中世紀被人類的哲學所扭曲

。出自牧者的仁心，路德寫了《95條》來反對中世紀神學所造成的惡劣行徑：放任發行贖罪券

這種粗魯笨拙的方式，來幫教皇賺錢，於是引起了極大的爭論，也點燃了宗教改革運動的火花

。8當時教皇的權柄已經擴大，當然不甘心讓路德阻擋他的財路，並削弱他的地位和權柄，因此

教皇委任當時最頂尖的神學家們組成強大的戰鬥團隊，輪番上陣激烈地攻擊路德，火力全開譴

責路德下地獄 ( 約40個神學家共同運作開除路德的教籍，並由教皇在1521年1月頒布 ) 。但是路

德證實了筆利於劍，就像一位少林高僧能夠同時打勝40名武林高手。9戰鬥激烈讓路德倍受壓力

：浦萊利亞、迦耶坦、厄克、及其他的頂尖神學家，用寫作、辯論、警告來試圖說服路德改變

他的觀念。這些神學家早就將此討論的焦點從「贖罪

券」改成「權柄」(「贖罪券」只是當時重病的症狀之

一)，他們將路德的《95條》和他的相關著作，視為對

教皇權柄的攻擊。當時浦萊利亞等人主張教皇的權柄

高過聖經，10所以在此公開的辯論中，路德必須將他

的觀念建立在堅固的權柄上，從自己屬靈掙扎的肇端

，以牧者之心打那美好的仗，因此許多人領受並跟隨路德在聖經中所發現的福音。聖經成為路

德的權柄，就在1521年沃木斯會議中，他當著皇帝面前宣告其具有極大影響力的立場：「除非

用聖經...說服我...我不...撤銷任何東西」!

3.基督為中心

　　自沃木斯會議之後，路德持續帶領改教運動，逐漸出現一個顯著的事實：聖經主要的信息

乃聖經即是權柄。聖經賜給我們的是真正的基督，聖經的價值和權柄都在其中。聖經的話語賜

給我們道成肉身的道 ( the words give us The Word) 。路德也經歷到聖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

在他的身上做工以治死老我獲得新生，聖經的律法打敗並治死驕傲、自私等罪，聖經的福音使

我復活變成新造的人，就是一個以信心和耶穌基督連在一起新造的人。11那信靠並跟隨基督的

人，也必須跟隨基督看待聖經的態度。12

華人的教會

　　華人的教會將會 ( 或已經有 ) 重複西方教會的錯誤，使人類的哲學( 孔孟思想等) 敗壞福音

嗎？那是極有可能的！因為經驗告訴我們，人類向來未能從歷史中學得教訓，更何況是從神學

呢？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忠心持守神的道。誠摯地邀請各位來參與3月14日的APELT，探討以

下的問題和其他更多的主題：

　　-在你的教會中弟兄姐妹應用傳道人的話比聖經的多嗎？

　　-有沒有一些習慣、作法和傳統漸漸成為和聖經同等重要，甚至凌駕聖經？

　　-你的經驗、見證或恩賜有無來自足以與聖經匹敵的權柄？

　　-你會固執地堅持自己的感覺和看法，也不讓神的

話改變塑造你的心嗎？

　　感謝上帝！聖經將主耶穌基督賜給我們，祂是饒

恕我們所有過犯的救主，將永生賜給每一位相信祂的

人，並藉著祂的話語更新我們對聖經的忠心！

路德所翻譯的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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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信仰

　　基督徒關懷國家、參與社會是近來很夯的議題。問題是以怎樣的心態與方式參與？從整個

宗派公開支持某個政黨，到只在禱告會提一句「為國家社會禱告」，這差異不只是程度上，更

是神學本質上。我們堅稱「應該」參與，是時代社會壓力使然，還是確實基於真理的使命？

主耶穌道成肉身，為我們進入這罪惡的世界；身為祂的門徒，我們也沒有選擇的餘地；例如，

我可以嫌「政治太骯髒」而置身事外嗎？主的教訓是：「你們是世上的鹽/光」。(太五:13-15) 

但這也是最被誤解的教訓之一。祂說「你們是」，常被理解為「你們要做」。這兩者有天壤之

別，一是福音，一是律法。若主說你們「要做」世上的鹽、光，那會是一個明確的命令。但祂

說你們「是」世上的鹽、光，這是一個宣告、應許。即使我自覺不配、做不到，我仍舊「是」

。這不是我的選擇、決定，乃是造我、召我的主所命定的。我唯一的選擇，就是憑信心而活—

相信自己「是」鹽、光。對照之下，刻意去「做」鹽、光，卻是憑行為而活；兩者態度、動機

完全不同。

　　只是在實踐上，我們知道 ( 不是做到 ) 怎樣守律法，卻常不知道拿福音怎麼辦：難道我只

能坐著不做事嗎？主耶穌接著不也說「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

，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 五:16 ) 」嗎？

　　在試圖實踐這節經文，努力「做」見證之前，請先注意主又說了麼：「你們…不可將善事

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們看見…你施捨的時候，不可在你前面吹號，…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

所做的，要叫你施捨的事行在暗中…」(六:1-4)！這裡有個問題：不能刻意做給人看，這些「

叫他們看見」的「好行為」從哪裡來呢？

　　耶穌不可能自我矛盾，尤其是在同一段教訓裡。因此( 五:16 ) 使人歸榮耀給天父的「好行

為」絕非(六:1)刻意「做」出來的「善事」。原來世人真正看見、銘記在心的，不是假冒的善

事、施捨，不是故意做給人看的「見證」，而是門徒蒙召在世上的身份、角色—光、鹽；這包

括他所是、所行的一切，他的生活、工作。其中有他的軟弱，也有神的恩典。世人可能根本沒

有注意過他，但社會因有這種人而得享神普遍的恩典。

　　這是我們參與社會的神學基礎：每個門徒都是宣教士，在所蒙的呼召(calling)上，認真盡

他的天職(vocation)。這是腳踏實地的入世、關懷、參與。教會的角色，乃是在真理上裝備、建

造他成為門徒，在生活中支持陪伴他，差遣他進入家庭、鄰里、職場…，在其中盡忠。「無論

做甚麼，都要從心裡做，像是給主做的，不是給人做的。」(西三:23)。你或許覺得自己太渺小

，即使克盡天職，也看不到效果；但這才是信心：只要活在主的呼召下，你一切生活都在成就

祂極榮耀的計畫；即使是向世人隱藏的。你所行的，終究會使人歸榮耀給父神。

陳農瑞 牧師

看不見的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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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朋好友很固執，無論怎樣傳福音給他們好像都沒有用，我還能做什麼呢？」

「想要負責任地用上帝的律法與福音傳福音給親朋好友、如何做才對呢？」

「我們教會的客家宣教事工很難推動，要怎樣改善呢？」

　　歡迎  您參加信神宗研中心將在4月25日舉辦的「族群宣教新視野」講座。本講座的焦點放在族群

宣教，特別以客家族群為例，但不限於客家，講員也會處理其他宣教事工常面臨的問題。

　　有感於宣教事工上時常會遭遇到的問題----基督徒不夠了解他們的福音朋友，因此，本講座旨在

幫助基督徒以嶄新的眼光—社會科學的社會建構論—來探索周遭親朋好友的思維、感覺和行動。如此

不僅能提供新方法，幫助我們更深入地理解周邊人士之思維、感覺和行動的固守性與變移性，也有益

於基督徒思考：如何在複雜的處境下忠實地以上帝的話語與宣教對象連結。

　　另外，本講座要嘗試解釋「客家」或其他族群標籤之涵義的複雜性質，因為若我們能夠以社會建

構的新視野更深入地了解族群涵義的複雜性，將會為我們開啟許多族群宣教的新機會。

　　講員包括宣教學家潘秋郎博士和陳義聖博士，以及客家學家賴守誠博士。賴博士是中央大學客家

學院的助理教授，研究專長為客家文化。潘博士是基層宣教訓練學院的教務主任，曾在中原大學和幾

所神學院教神學與宣教方面的課程。陳博士是北美路德信友教會的牧師，長期在客庄宣教，目前擔任

信神宗研中心的兼任研究員和客家宣教神學院客家文化研究中心的特約研究員。

　　講座當天也將舉辦陳義聖博士的「客家人與基督教：從社會建構論探索在台灣作客家人和作基督

徒之間的張力」新書發表會。凡報名本講座者，購買新書即享有五折特別優惠，歡迎  您的蒞臨參與。

陳義聖 牧師

講座消息

「族群宣教新視野」講座
暨《客家人與基督教》新書發表會

時間 主    題 講    員 

09:30 開幕致詞 中華信義神學院院長 劉孝勇牧師 

09:40 
專題一 

社會建構與客家宣教（一）：玩什麼遊戲？ 

中華信義神學院傳統信仰與新興宗教研究中心 

陳義聖牧師 

10:30 
專題二 

講題：尚未確定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助理教授 

賴守誠博士 

11:20 休息：客家宣教神學院贊助點心費用 

11:40 
專題三 

講題：尚未確定 

中華基督教基層宣教訓練促進會教務主任 

潘秋郎牧師 

12:20 
《客家人與基督教：從社會建構論探索在台灣作客家人和作基督徒之間的張力》 

新書發表會 

12:30 午餐：客家福音協會贊助便當費用 

13:30 

專題四 

社會建構與客家宣教（二）： 

在遊戲中應用上帝的話語 

中華信義神學院傳統信仰與新興宗教研究中心 

陳義聖牧師 

14:20 問與答 陳義聖博士、潘秋郎博士、賴守誠博士(暫定) 

◆議程：

慶祝中華信義神學院五十週年慶系列講座





專為基層宣教部的師生、輔導所設立的園地，
為您報導基宣的現況，

與您分享師生的見證及課程心得。
　層心基 特刊

　　很慶幸有人將福音傳給我們，我們也樂意接受、相信耶穌為我們的救主。此後，不管在家居、職場或

教會等的生活，我們每天都得見證我們所信的，享受並分享福音的好處。

　　教會是耶穌基督在地上的榮耀身體。身體只有一個，但有許多肢體，弟兄姐妹們互為肢體，彼此配搭

、分工合作，建立基督的身體。所以教會的功能、使命或目的，對內有敬拜、培訓及團契，對外有見證、

服務及宣教。通常一個健康的教會都是有一群真正委身的牧者及弟兄姐妹對傳福音的使命有負擔，對愛神

愛人的命令願意遵從實踐。總之，健康的教會是有活力的敬拜、深入的培訓、真實的團契、為主的見證、

社會的服務及積極的宣教。至於如何委身？提三點供參考：

一、恩賜―我們一切才華、能耐，在我們信主後，樂於獻上自己、榮神益人、建立教會及拓展神國，就都

　　成為恩賜。所以平日就多充實、裝備、加強造就，讓聖靈有果效的運作在我們身上，隨時備用，發揮

　　恩賜。

二、機會―預備好心志，隨時備用，神就會賜給我們機會，因為有心人處處都能看到機會，所以把握機會、

　　發揮恩賜，與神同工。換言之，有機會工作，又有能力做工，不但沒閒懶，而且多結果子。

三、意願―今日我們成為何等樣的人，都是神的恩典所造成。何況，我們都是本於祂、依靠祂、歸於祂，

　　所以常懷感恩的心，領受神在我們身上奇妙的帶領和作為。

　　從今而後，為主獻上自己，發揮恩賜、把握機會、用感恩的心，回應神的呼召，享受神所賜的每一天。

牧者及弟兄姐妹如何委身教會
退休牧者／巫士椀牧師

 China Lutheran Seminary8

　　奔走天路，猶如登山，基宣是我屬靈的另一座高峰，可以擴張境界與眼界，所以我要來攀登。受基宣

課程造就的時間不長，領受卻很多。

心得有三：

一、忽然覺得，聖經其實不是那麼有隔閡與生硬的，而且更明瞭如何親近神，更知道原來聆聽也是禱告的

　　一部份。

二、讓我了解到十二使徒的艱辛與承擔使命，回顧起來好像在熟悉一位認識的人的生命經歷、背景與故事

　　，真像是隔壁鄰居的弟兄妹姊的生活故事一樣，所以就越來越熟悉了。而且每一位新約人物都有他感

　　人的提醒與楷模。

三、現在是第三期課程進行當中，在事奉與生活上，授課老師帶給我們很多的觀念與態度，都是很切身又

　　實際的，尤其老師提醒我們，做對的事也要注意觀感問題，這一觀點在今年過年時，幫助我在兩難之

　　下選擇做對的事。幾經掙扎後，決定留在家裡與家人相處，我可以每主日到教會敬拜天父，只是我不

　　常在家與家人相聚，何況是過年期間，所以我把握機會與家人相處，同時可以藉此傳達主耶穌的愛。

　　如果參加主日敬拜，是遵行了對的事，也盡了基督徒的本分，卻把混亂、不解、不接受留給家人，我

　　想這應該也不是主耶穌的心意，因為神乃是愛，愛是成全，不是拆毀。

　　謝謝基宣課程，使我們在信仰上的迷惑可以得到解答，在屬靈的成長、與聖經知識上有很大的提昇，

它使原本混濁的水質變澄清了，使我們茅塞頓開、忽然明白。它又像一個補破網的工人，捕魚網難免有破

洞或結構不夠扎實與脆弱的部分，是需要經過修補才能再被使用。

　　感謝老師，在教會及在生活上所遇到的懵懂與環節，能夠透過老師的教導，得到巧妙的疏導。

屬靈的成長
中華民國台灣基督教信義會新莊教會／劉羿伶姊妹



　層心基 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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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莊區

☆不限年紀和學歷，每週一個晚上受造就☆

第一季招生 2016.5-7月

◎報名專線：03-5710023*3170   ◎學費：2500元（新生500元報名費）

◎安得烈優惠專案：在學學生邀請新生入學，本季二者可同享九折優惠

　　　　　　　　　（不含新生報名費），歡迎多加利用。

◎修完九門課授信神基層宣教部「修業證明科」證書

基層宣教部

一、新莊區 二、龜山區 

科目：個人靈修生活  

于厚恩 牧師 
2016年5月9日開始 

每週一晚上7:00～9:30 

科目：關懷與探訪  

邱正平 牧師 
2016年5月10日開始 

每週二晚上7:00～9:30 

中華民國台灣基督教信義會新莊教會 

24244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一段116巷3號1樓 

02-2997-9177 

中華基督教信義會龜山永生堂 

33370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3段99巷16-5號 

03-334-3213 

三、楊梅區 四、埔心區 

科目：個人靈修生活  

劉修泉 牧師 
2016年5月9日開始 

每週一晚上7:00～9:30 

科目：關懷與探訪  

邱正平 牧師 
2016年5月9日開始 

每週一晚上7:00～9:30 

拿撒勒人會埔心福羚教會  

32658 桃園市楊梅區瑞溪路2段145號4樓  

03-482-5823 

埔心基督徒聚會處  

32654 桃園市楊梅區文化街177號  03-482-3543 

五、新竹區 六、台中區 

科目：舊約人物  

 廖元成 牧師 
2016年5月9日開始 

每週一晚上7:00～9:30 

科目：基督徒倫理 

賴瑞仁 牧師 
2016年5月9日開始 

每週一晚上7:00～9:30 

中華信義神學院  

30080 新竹市大學路51巷11號  

03-571-0023*3170 

台中基督徒教會 

40666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4段329號1樓  

04-2241-6637 

七、豐原區 八、左營區 

科目：個人靈修生活 

賴瑞仁 牧師 
2016年5月10日開始 

每週二晚上7:00～9:30 

科目：伴初信者成長 

俞禮誠 牧師 
2016年5月9日開始 

每週一晚上7:00～9:30 

豐原行道會  

42044 台中市豐原區中山路424號  

04-2526-6366 

中華民國台灣基督教信義會十全教會  

81359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2號3樓之1  

07-558-4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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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室】

1. 3月7日召開學院第十屆第八次法人董事會議

【教務處】

1.2016年招生內容說明，請參閱第15～16頁，洽詢

  電話：03-5710023分機3132教務處張姊妹。

2.2016年各區的神學講座場次，請參閱第17～18頁，   

　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3.2016年5月13～14日將於本院舉行神學營，講員為

　白霈德牧師。

4.104學年度下學期於2月15日正式上課，院本部學生

　共43人。

【神研所】

1.今年路德神學研究所的考試日期為至3月28日(一)，

　報名截止日為3月7日(一)。

【教牧博士科】

1.教牧博士科春季班於2016年4月11～15日上課。課程

　如下：

　DM590專題研究：智慧書與智慧人—聖經在教會生活

　中的應用。教師：羅恆理牧師

　DM510信義宗神學與教會。教師：白霈德牧師

2.教牧博士科採全年招生制，歡迎牧長同工踴躍報名！

　報名資訊請參學院網址http://www.cls.org.tw/。

【學務處】

1.104學年度第二學期早崇拜(每週二～四上午11點～

　12點)，歡迎主內弟兄姊妹參與，詳細內容請參閱

　學院網站。http://www.cls.org.tw 

2.學務處近期活動：

　3/2  預苦期角落禱告　  3/24 受難日崇拜

  4/21 路德盃運動日　　  5/6  實習牧長座談會

【研發處】

1.4/5-29期間舉行季後評估會議，透過會議討論課程

　及學生學習情況，期使老師在備課上更了解學生及

　他們的需要，能使學生有好的學習。

2.5-7月基宣課程招生中，本季共8個教學中心開課，

　歡迎弟兄姊妹就近參加課程。相關訊息請參閱第9頁

　全台課程表。

各部門院訊動態
3.信徒神學部開課消息：

＊相關訊息請上分部網站查閱：

　http://www.cls.org.tw/branch/branch618.htm，

　開課前歡迎線上報名。

【企劃部】

1.3/14(一)09:00-17:00，將舉辦APELT「惟獨聖經」

　研習會，懇請各教會繼續推動報名，廣邀兄姊們參

　加研習。

2.神學主日講道邀請：2015年共計108場次，至各教會

　證道與推廣。2016年統計至目前為止已有76場，將

　持續邀約，作招生、活動及課程等推廣。

3.7/21-7/30舉辦羅馬/德國改教之旅，請注意近期報

　名消息。

【圖書館】

圖書館APP已正式上架，功能如下﹕

1.館藏書目查詢、指定參考書瀏覽與查詢。 

2.個人化服務包括：加入收藏、預約書籍、續借書籍

　...等。 

3.讀者專區可查詢﹕我的收藏、借閱清單與歷史、預

　約清單與歷史...等。 

4.訊息通知﹕逾期催還、預約到館、即將到期通知...等。

◆更多APP使用說明，請參考： 

http://www.cls.org.tw/lib/App_User_Guide.pdf

行動裝置可直接下載，方法如下﹕

◆若您使用Andriod系統請連結以下網頁，

或掃瞄QR Code：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

details?id=hyweb.mobilegip.hylib_cls

◆若您使用IOS 系統請連結以下網頁，或掃瞄QR Code：

https://itunes.apple.com/tw/app/ji-

du-jiao-zhong-hua-xin-yi/id10520000

34?l=zh&mt=8

歡迎下載使用。

教學點 上課日期 課程名稱 授課老師 

東海大學 

基督教會 

3/5-4/9 認識聖經 陳冠賢牧師 

4/23-6/18 

（4/11 停課） 
有效教學法 韓世馨傳道 

中國信義會 

靈光堂 

3/5-4/2 十字架與福音 
普梅恩 

等老師 

4/23-5/14 創世記專題 羅恆理牧師 

路德會 

永生堂 
3/5-3/26 認識聖經 羅恆理牧師 

 



校友會會長：陳立澤 教師

　　　　　　電話：08-878-2717

            行動：0935-360474

　　　　　　信箱：knehc@yahoo.com.tw

校友會E-mail：clsaa2003@cls.org.tw

劃撥帳號：01121881中華信義神學院

　　　　　(註明校友會會費／校友會奉獻)

校友會專刊

會長的話

　　一月中旬的時候，前校友會長高聖臨牧師與校友黃德仁長老騎著摩托車到枋寮來拜訪我

，他們原先一位住在桃園，一位住在宜蘭，兩個人相約要騎摩托車環島，繞台灣一週，順便

拜訪一些朋友和校友；記得這是高聖臨牧師第二次騎摩

托車環島了，第一次好像是在去年，他說多年前就想這

樣做了，只是一直沒有空閒，等到退休之後比較有時間

，願望才得以實現，去年他來的時候，騎的是一台偉士

牌125CC的小綿羊，但是這次升級了，騎的是掛著黃牌

（250cc~549cc）的重型機車。其實我也好幾次跟我老婆

說要騎摩托車載她一起去環島，可是在一次騎摩托車載

她去恆春探訪之後，我們就覺得快要吃不消了，恆春只

距離我們不到50公里，更何況要環島哩。

　　校友會的目的第一就是希望能促進校友間的情誼，

達到關懷的目的。第二個目的則是維繫校友與學院之間

的關係。

　　曾經聽過一句話：傳道人其實是教會中最孤單的，傳道人常常心裡面會有很多事情是不

能講給教會的會友聽的，或者有一些事情其實就算是講給會友聽，他們也聽不懂，只有傳道

人才能懂得傳道人的心，彼此之間也才最能帶給對方鼓勵與安慰；再者，分享的快樂加倍的

多，分攤的重擔格外的輕，當傳道人的家庭有婚喪喜慶的事情發生，最需要的莫過於其他傳

中華民國台灣基督教  
陳立澤教師 

信 義 會 枋 寮 教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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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人的參與，而傳道人當中又莫過於自己的校友最能彼此契合，其實常常並不需要多說甚麼

，只要能夠見見面，許許多多的壓力自然就會消除了。

　　然而在每次校友的婚喪喜慶當中雖然由於地域或時間的關係，其他校友的參與度或許不

高，但好的朋友本來就不用多，只要幾個就夠了，分享和分擔的效果依然相當顯著，每次當

我看到其他校友的相聚，總會覺得蠻喜悅的，好像自己就參與在其中一樣。

　　校友之間的情誼就像自家的兄弟姊妹一樣，而學院就好像屬靈的家鄉，每當校友相聚，

心裡面多多少少也都會掛記著學院裡面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事務，聊一聊過去在學院裡面的生

活，所以校友會每一年都會在各地舉辦校友會，除了聚集當地的校友，也會邀請學院的老師

出席，分享學院的消息及勉勵的話語。

　　或許當社會上許多具爭議性的議題發生時，校友會並無法適時地提出合宜的方針、看法

，也無法提供校友在各教會推廣各項事工時所需的資源及幫助，但是校友會盼望能夠在這個

關係薄弱的世代裡繼續維繫校友之間的關係，使校友在需要的時候得到些許的溫暖，能夠在

所服事的工場上重新得力，繼續為主作工。



　　一月中旬的時候，前校友會長高聖臨牧師與校友黃德仁長老騎著摩托車到枋寮來拜訪我

，他們原先一位住在桃園，一位住在宜蘭，兩個人相約要騎摩托車環島，繞台灣一週，順便

拜訪一些朋友和校友；記得這是高聖臨牧師第二次騎摩

托車環島了，第一次好像是在去年，他說多年前就想這

樣做了，只是一直沒有空閒，等到退休之後比較有時間

，願望才得以實現，去年他來的時候，騎的是一台偉士

牌125CC的小綿羊，但是這次升級了，騎的是掛著黃牌

（250cc~549cc）的重型機車。其實我也好幾次跟我老婆

說要騎摩托車載她一起去環島，可是在一次騎摩托車載

她去恆春探訪之後，我們就覺得快要吃不消了，恆春只

距離我們不到50公里，更何況要環島哩。

　　校友會的目的第一就是希望能促進校友間的情誼，

達到關懷的目的。第二個目的則是維繫校友與學院之間

的關係。

　　曾經聽過一句話：傳道人其實是教會中最孤單的，傳道人常常心裡面會有很多事情是不

能講給教會的會友聽的，或者有一些事情其實就算是講給會友聽，他們也聽不懂，只有傳道

人才能懂得傳道人的心，彼此之間也才最能帶給對方鼓勵與安慰；再者，分享的快樂加倍的

多，分攤的重擔格外的輕，當傳道人的家庭有婚喪喜慶的事情發生，最需要的莫過於其他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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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人的參與，而傳道人當中又莫過於自己的校友最能彼此契合，其實常常並不需要多說甚麼

，只要能夠見見面，許許多多的壓力自然就會消除了。

　　然而在每次校友的婚喪喜慶當中雖然由於地域或時間的關係，其他校友的參與度或許不

高，但好的朋友本來就不用多，只要幾個就夠了，分享和分擔的效果依然相當顯著，每次當

我看到其他校友的相聚，總會覺得蠻喜悅的，好像自己就參與在其中一樣。

　　校友之間的情誼就像自家的兄弟姊妹一樣，而學院就好像屬靈的家鄉，每當校友相聚，

心裡面多多少少也都會掛記著學院裡面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事務，聊一聊過去在學院裡面的生

活，所以校友會每一年都會在各地舉辦校友會，除了聚集當地的校友，也會邀請學院的老師

出席，分享學院的消息及勉勵的話語。

　　或許當社會上許多具爭議性的議題發生時，校友會並無法適時地提出合宜的方針、看法

，也無法提供校友在各教會推廣各項事工時所需的資源及幫助，但是校友會盼望能夠在這個

關係薄弱的世代裡繼續維繫校友之間的關係，使校友在需要的時候得到些許的溫暖，能夠在

所服事的工場上重新得力，繼續為主作工。

會 費 收 入

費 用 支 出

本 期 結 餘

前 期 結 餘

累 計 結 餘

 -    
 1 ,400 
(1,400)

 92,190 
 90,790 

校友會經常費收支表
2015.08.01~2015.12.31



學院經常費奉獻徵信 2015/11/1－2015/12/31 學院擴建費奉獻徵信
2015/11/1－2015/12/31聖餐崇拜

LCMS

FELM

林淑敏

吳天序 徐瑤華

林家發

恩典教會會友

張秋香

張慧玲

王陳閃

宋懿君

周金玫

紀振輝

苗其華

張和愛

葉秀琴

劉月貴

簡來旺

林昭明

秦文茹(宣教)

郭則修

葉杏桃

松山福音堂會友

(儲備師資200)

梁諭蓉

王宏恩

王詩綺

主恩58

主恩63(獎助學金)

加恩堂

朱聖馨

吳敏毓

吳進春

吳嘉銘

巫奇益

周先良

林麗雯

洪和列

張秋玉

陳光雄

陳孟焄(代轉奉獻)

陳香君(代轉奉獻)

陳國雄

陳善珍

黃凱斯(宣教)

傳榮梅(宣教)

楊菊鳳

廖慧娟

劉存恕

蔡如珮

蔡宏智

鄭發祥

莊朝順

主恩30

主知名

黃承約

葉佳芬

主知名

大寶寶

小港教會

中嵙頌恩堂

方詠卉

林義銘

張和愛

主知名

大寶寶

林語謙

恩光堂

得勝堂姊妹會

劉佳音

蔡如珮

鄭光輝

謝淑惠

鍾水發

譚劉玉蘭

主恩41

朱育德

吳家駒

李淑汾

胡椿子

范陽波

徐忠良

張慧明

曾美蘭

游燕玲

萬玉玲

葉肇鈞

顧美芬

沈冠恩

邱福生

100
7,472

16,382
100
200

300
500

600

700

900
1,000

1,400
1,500
1,600

1,650
1,800
2,000

200
500
800

1,000

2,000

2,400
3,000

累積餘絀 

本期收入 

本期支出 

本期餘額 

累積餘絀 

-41,477,743 

5,878,226 

4,782,306 

1,095,920 

-40,381,823 

一般經費
2015/11/1~2015/12/31

累積餘絀 

本期收入 

本期支出 

本期餘額 

累積餘絀 

2,330,432 

469,900 

 -   

469,900 

2,800,332 

擴建基金
2015/11/1~2015/12/31

感謝眾教會及弟兄姊妹對本院聖工的
支持與奉獻，本次徵信，若有錯誤請
來電告知 財 務 同 工 張 玉 絲 主 任
(5710023#3110)更正。若以金融卡轉
帳奉獻者，請來電告知姓名、地址及奉
獻項目，以便寄奉獻收據。

王  林

王一言

王河華

主知名(宣教)

主恩41

台中模範村禮拜堂

會友(宣教)

成玲燕

朱美蓉

朱清棋

何藹棠

吳承晃

宋德嫻(儲備師資)

李文樹

李孝貞

李淑萍

周秋燕

周純明

周鳳滿

宜約堂

林正雄 林愛花

施宗佑(儲備師資)

胡椿子

范秉添

苗其傑

孫玉芝(儲備師資)

徐忠良

徐菊珍

高聖臨

張玉雲

張忠正

張素禎

張寬宏

張憲文

得勝堂(宣教)

陳  平

陳文怡

陳文暐

陳立青

陳明志

陳明恩

陳信成

陳昭君

陳姵樺(儲備師資)

陳雯靜

陳慈娥

陳愛珠

陳敬智

陳麗玲

陳嬿如

景明珠(宣教)

黃玉銣

黃財尉

黃國義

黃執中

葉時益

福音信義會桃園教會

趙萬春

劉王毓敏

劉孝煦

蔡政憲

蔡勝財

鄭芬蘭(宣教)

鄭建新

鄭貴立

鄭翠津

鄭讓

賴炳輝

駱君萍(宣教1,000)

雙福教會

羅世隆

譚俊彥

顧志浩

顧美芬

梁碧薇(宣教)

屏南教會

聖愛堂姊妹會

戴雅琪

施以恩(宣教)

主恩19

李一華

板橋和平堂

施昭榮

洪嬿陵

莊建英

陳志弘

陳嬿竹

陽明山錫安堂

楊麗美

嘉義榮光堂

蒙福之家教會(宣教)

蕭孟真(宣教)

韓文萍(宣教)

羅東靈恩堂

關懷特殊兒家庭協會

周滿英

台中基督徒模範村

禮拜堂(宣教)

桃園福音堂

主恩01

生命堂

吳海文

(儲備師資2,000)

岡山教會

東勢施恩堂

許文青(代轉奉獻)

陳恭猛

傅振瑛

福恩堂

聖潔會龍潭教會會友

王凌霜(宣教)

台北救恩堂

任秀妍

余大鵾

呂仕華

杜聖恩

(儲備師資1,000)

林恩聖(儲備師資)

信友堂慕義組

(代轉奉獻)

孫介雲

陳昶憲

陳淑女

陳熾彬

黃廖鈺

葉炎山

劉朝斌

謝雪芬(獎助學金)

Spende Van Brenda

(宣教)

台中勝利堂

何南善

(代轉奉獻3,000)

李夢娥

板橋福音堂

恩寶(儲備師資2,000)

郭素鳳

楊尚恩(儲備師資

3,000獎助學金3,000)

盧志遠 張芬芬

謝政娟

廖彩圭

朱頌恩

三民教會

主知名(宣教)

李惠珠(宣教5,000)

星光品格協會

黃新發

樂河教會

鄧顯哲 陳文怡(宣教)

許曉芬

(代轉奉獻4,000)

王惠娟

台南頌恩堂

何旭華

(代轉奉獻6,000)

沐恩堂

徐景奇

民族路教會

陳奕光

竹北勝利堂會友

木柵靈糧堂(宣教)

王世吉

王璋驥

主恩23

主恩54

台北信義堂

李四海

李素秋(獎助學金)

林聖光

范貴玲(宣教)

埔心基督徒聚會處

陳允芬

陳文奎

新竹錫安堂

(宣教4,000)

廖于瑩

潘立言

潘佳耀(宣教6,000)

蕭淑拿(宣教)

陳冠賢(儲蓄師資

4,500)

鄭燦鋒

俞繼斌

謝娜敏

孫際恬

福音信義會總會

東海大學基督教會(分部)

張秀英

麥愛堂

新竹靈糧堂(宣教)

鄭國隆(代轉奉獻)

劉孝勇 游文秋

台中永生堂

台北蒙恩堂

何連璧

李建平(儲備師資)

林保瑩

真道堂

傅悰鱗(宣教)

楊書衡(宣教)

溫于平

鄭堯友(宣教)

桃園永生堂

李必忍

柯安得

聖誕崇拜

(代轉奉獻8,311宣教7,238)

比拉迦教會(宣教10,000)

高文彬

張金玲(宣教20,000)

陳秀孟(宣教10,000)

新生教團

恩霖堂

主恩03(儲備師資6,000)

台中旌旗教會(宣教)

柯毅暉

寰宇福音基金會(代轉奉獻)

北門聖教會(宣教46,700)

主恩24

林漢堂

施幸美

榮神益人協會(獎助學金20,000

代轉奉獻20,000)

羅金梅(宣教)

主恩60

勝利堂(宣教20,000)

台北永生堂

竹北勝利堂(代轉奉獻38,000)

主恩13

主恩64(宣教)

主恩56

楊士洪

恩光堂

楊曉民

信義宗福祉會(宣教)

陳美智

靈光堂(宣教130,400)

中華福音道路德會

主恩51

3,000
4,000

5,000

9,000
10,000

12,000
15,000
20,000

27,000
100,000

徐乙暄

丁至剛

主恩01

李明清

李美遠

恩寶

曹克昌

郭素鳳

陳冠賢

董寶鴻

余姿瑩

林漢堂

劉俐雯

主恩03

林昭安

牧恩堂

陳明志

韓永昌

吳聲昌

竹南勝利堂

汪光夏

陳錦華

盧  凡

靈光堂

俞貴馨

陳慧蘭

CNY

USD

EUR

2,000 2,000

2,400
2,500

2,900
3,000

3,200
3,500

3,900
4,000

4,300
5,000

5,000

6,000

6,050
6,500
7,000

7,700

8,000

9,000

9,261
10,000

12,000

12,100
12,948
15,000

17,803
18,000

18,800
20,000

22,150
24,000
25,000
27,136

30,000

37,500
39,000
40,000

49,200
50,000

60,000
69,000
70,000
73,000

100,000
110,000
120,000
125,000
128,100
150,000
200,000

270,307
300,000
800,000

1.我們希望可以招募1000位信神之友，每月定額為信神奉獻1000元，求神預備並成就。

2.請為擴建支出之內裝、設備等特別經常費及一般經常費周轉共3,261萬元無息借款能儘速清償，求神帶領和供應。

代禱事項：

　　我們邀請您關心神學教育，看重神僕的養成，透過您的奉獻、禱告同工，共同栽培神學生成為教會的祝福，

不虧缺神的榮耀。值此學院在校舍擴建完成後，多項神學教育事工，不論是教牧同工在職進修的新增教牧博士學

程、關顧與輔導碩士的恢復招生、基層和新移民的宣教實務、東南亞裔傳道人的神學培養、信徒領袖神學教育等

正蓄勢待發。希望您們可以繼續陪伴信神神學教育的事奉，使我們更穩健，甚至能快步開跑，共同有份於神要透

過神學院完成的工作。「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裏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腓一：6)

支持信神 成全呼召!



歡迎您加入信神之友的行列!
　　神學教育這永生的大計，需要弟兄姊妹的「遠」光，穩定的奉獻和經常的代禱。我們希望可

以招募1000位信神之友，每月定額為信神奉獻1000元，期限以年度為單位，來幫助學院長期穩定

的規劃和策略，共同完成神國大事。如果您同意以信用卡或郵局轉帳方式為中華信義神學院奉獻

，請於下列授權書中填妥資料後寄回即可 (或傳真03-5726425)，我們將在每月辦理請款並寄上奉

獻收據。您若有任何疑問，歡迎隨時來電03-5710023轉3110張玉絲姊妹。

奉獻者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教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 □男 　□女    

聯絡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公) _______________ (宅) 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願意  □每月   □一次奉獻 ：  □ 經常費，新台幣               元

　　　　　　　　　　　　　　　　□ 擴建費，新台幣               元

　　　　　　　　　　　　　　　　□ 儲備師資，新台幣             元

　　　　　　　　　　　　　　　　□ 宣教，新台幣                 元

　　　　　　　　　　　　　　　　□ 其他 _____________ 新台幣 ___________元

我願意使用  □ 郵局授權     □ 信用卡授權 

捐款期限： 自______年______月至______年______月止，共_______次

-----------------------  下 列 表 格 請 選 擇 一 項 填 寫   -----------------------

郵局授權書

(信神負擔每筆10元手續費)

戶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儲戶身分證字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存簿儲金局號： ________________   存簿儲金帳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劃撥儲金帳號： _______________(無者免填) 簽名或蓋章：                      

信用卡授權書

(信神負擔2%手續費)

信用卡別： □ 聯合信用卡    □ VISA CARD    □ MASTER CARD    □ JCB

信用卡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效期限： _______年_______月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後三碼： ____________________

　　　　　　　　(同信用卡上簽名)

台中區



2016年招生內容中華信義神學院
China Lutheran Seminary

作我的見證
使徒行傳1：8「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

和撒馬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招生對象

已接受基督的救恩、受洗或堅振禮二年以上、在生活與事奉上有美好見證並有穩定的教會生

活與服事的基督徒

招生科別

【道學碩士】

三年制－清楚蒙召，決志一生專職事奉主，未來以牧會、傳道為職志者。

二年制－曾任或現任教會機構全職教牧同工三年（含）以上者。

　　　　(需具神學士或宗教教育學士學位)

【關顧與輔導碩士】

培養教會中愛心與見識兼具，並能回應時代需要的牧養輔導人才

【碩士預科】

為專科畢業生 (二、三、五專)或大學肄業者補足學歷所設，修畢後可直接修讀碩士部學位。

【神學進修證書科】

有心服事之基督徒，願意全時間進修碩士部一年制神學進修證書科。

【神學學士科】

有心全職事奉，具高中(職)或同等學歷者。免筆試，口試通過即可入學。(限第二梯招生)

◎各科別詳細內容請參考招生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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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

【院長】

劉孝勇牧師 ∣主授舊約

Concordia Seminary Ph. D.
【榮譽院長】

俞繼斌牧師∣主授教牧神學

Boston University Th. D.
Concordia Seminary D. D.
【榮休教授】

潘佳耀牧師 ∣主授歷史神學

Lutheran School of Theology at Chicago Th. D.
【專任老師】

朱頌恩老師 ∣主授舊約

香港信義宗神學院 博士候選人

林盈沼老師∣主授新約

School of Mission and Theology, Norway
Ph. D Candidate
陳冠賢牧師∣主授系統神學

香港信義宗神學院 博士候選人

魯思豪牧師 ∣主授宣教

Concordia Theological Seminary 博士候選人

蕭淑拿老師∣主授聖樂

City Conservatory of Vienna M.A. in Music 
Austria
台南神學院宗教音樂碩士

謝娜敏博士 ∣主授關顧輔導

Biola University臨床心理學博士

柯安得牧師 Jukka Kääriäinen∣主授系統神學

Fordham University Ph. D.
歐祈人牧師 Stephen Oliver ∣主授新約

Concordia Seminary Ph. D.
夏義正牧師 Immanuel Scharrer ∣主授舊約

Philipps-Universität Marburg Ph. D.

師資

施以恩老師 Joachim Schmid ∣主授教會歷史

London School of Theology, London, England 
Ph. D Candidate
考試日期

【第一梯次】報名截止日 – 5/31(二)
筆　　試：2016/06/18(六)
筆試地點： 
北　　區：新竹－ 中華信義神學院

南　　區：高雄－台灣信義會前鎮教會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1320號)
口　　試：2016/06/25(六)
地　　點：新竹(中華信義神學院)
【第二梯次】報名截止日 – 7/22(五)
筆試、口試：2016/08/06(六) 
地　　點：新竹(中華信義神學院)
考試科目

筆試及口試：筆試科目包括聖經、國文、英

　　　　　　文、心理測驗，詳細內容請參

　　　　　　考招生簡章。

其他內容

＊路德神學研究所、教牧博士科招生，請參

　本院網站。

聯絡我們

地址：新竹市大學路51巷11號
電話：03-5710023 ext.3132 張姐妹

Email：hsinshen@ms1.hinet.net
傳真：03-5726425
網址：http://www.cl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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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架人生（The Life of the Cross）】

簡　介：耶穌要求門徒，若要跟從祂，就當捨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從祂。到底背十字

　　　　架意味著何種人生？我們將分別從約拿及門徒的身上，探討神如何引導他們背起十

　　　　架，超越新仇舊恨及人生風浪，而作主的見證。

專題一：超越新仇舊恨－約拿的掙扎

專題二：超越人生風浪－門徒的疑問

講　員：林盈沼老師，新約專任老師，School of Mission and Theology, Norway Ph.D. Candidate

2016年神學講座
歡迎弟兄姊妹來參加！

【家庭發展的危機與轉機】

簡　介：神安排在人生當中的危機有兩類：可預期的與不可預期的危機。發展性的危機，就

　　　　是一般人身心靈的發展過程中，可預見的挑戰與困難。家庭亦然，不同發展階段，

　　　　有不同的挑戰與困難。若能事先瞭解神所創造家庭發展的自然軌跡，掌握神安置在

　　　　基本原則，相信可以減少不必要的焦慮，及無效甚至有害的努力，使整個家庭走向

　　　　更健康的未來。

講　員：謝娜敏博士，實踐神學專任老師，Biola University 臨床心理學博士

日期 時間 題目 講員 地 點 地     址 

03/20(日) 
10:00-12:00 

13:00-15:00 
十架人生 

林盈沼

老師 

新生教團 

內湖教會 

11445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１段

323 巷 7 號 B1 02-2797-7632 

04/23(六) 13:30-17:00 十架人生 
林盈沼

老師 

基督教 

台灣信義會 

逄甲慕義堂 

40743 臺中市西屯區福星路 561 號 

04-24519877 

 

日期 時間 題目 講員 地  點 地    址 

04/16(六) 9:30-12:00 
家庭發展的

危機與轉機 

謝娜敏 

博士 

新生教團 

中壢教會 

32041 桃園市中壢區中正路 461

巷 9 號，03-4920817 

5/28 (六) 14:00-17:00 
家庭發展的

危機與轉機 

謝娜敏 

 博士  

台灣信義會 

民雄雙福教會 

62159 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二段

146 號之 86，05-2201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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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敘事中的婦女】

簡介：婦女在古代社會是弱勢的一群，可以從聖經敘事中對婦女的描述，認識到上帝的心腸

　　　與祂的看法，更深明白你/妳的價值。

地點：台中慕義堂玉門崇拜點

　　　（40763臺中市西屯區玉門路370巷26號，04-24613449）

時間：3/19(六) 10:00-16:00

講員：普梅恩博士，本院客座教授，School of Mission and Theology, Stavanger, Norway  Ph.D. 

【與路德一起做神學】

簡介：著名的路德學者拜爾(Oswald Bayer)對於改革者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的神

　　　學方法有以下精闢的陳述：「神學家是為憂虞所逼的人，在禱告中走近聖經裡面，得

　　　以被聖經所點化，從而點化其他受苦的人，俾他們同樣地—在禱告中—走進聖經裡面

　　　，被聖經點化。」我們將循此進路，邀請各位與路德一同做神學。

　　　地點：台灣信義會高雄前鎮教會

　　　（80661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1320號，07-3314409）

時間：4/9(六)13:30-17:00

講員：普梅恩博士，本院客座教授，School of Mission and Theology, Stavanger, Norway  Ph.D. 

2016年神學講座
歡迎弟兄姊妹來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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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APELT研習2016年APELT研習

∣議  程∣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www.cls.org.tw，報名時間自2016年1月8日始至3月7日止。

∣費　　用∣牧師、傳道、校友500元，信徒600元，費用含午餐、講義、點心。

∣繳費方式∣請以『ATM轉帳』或『郵局劃撥』方式繳納，並將收據傳真至03-5726425，以利確認。

            1.ATM轉帳：郵局代碼700帳號0061251-0090394    

            2.郵政劃撥：戶名財團法人基督教中華信義神學基金會，劃撥帳號：0112-1881，備註欄請註明『3/14 APELT研習』

∣主辦單位∣APELT亞洲信徒訓練促進方案台灣委員會、中華信義神學院

∣地　　址∣新竹市大學路51巷11號

∣聯絡電話∣03-5710023 分機3114企劃部楊姊妹   Email:promoting@cls.org.tw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www.cls.org.tw，報名時間自2016年1月8日始至3月7日止。

∣費　　用∣牧師、傳道、校友500元，信徒600元，費用含午餐、講義、點心。

∣繳費方式∣請以『ATM轉帳』或『郵局劃撥』方式繳納，並將收據傳真至03-5726425，以利確認。

            1.ATM轉帳：郵局代碼700帳號0061251-0090394    

            2.郵政劃撥：戶名財團法人基督教中華信義神學基金會，劃撥帳號：0112-1881，備註欄請註明『3/14 APELT研習』

∣主辦單位∣APELT亞洲信徒訓練促進方案台灣委員會、中華信義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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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全世界基督新教將紀念改教運動五百週年。

五百年以來，教會走過了人類歷史中最劇烈的變動，歷經紛至沓來的挑戰，至今屹立不搖。

為什麼當年會出現改教的風潮？為什麼一個德國威丁堡的傳道人可以掀起世界性的狂風巨浪？

這五百年來，基督的教會是怎麼持守所信，站在真理的根基上？

現今這個世代，異端橫行，對聖經的解釋也常常莫衷一是，教會要如何走下去？

基督徒的信仰內涵到底是什麼？是如何奠基的，如何決定的？

這裡的每一個問題，都與「惟獨聖經」(Sola Scriptura)有密切的關連。

如果有興趣想要一窺「惟獨聖經」到底是怎麼回事，希望您能來參加這次的研習會，您一定會

不虛此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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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獨聖經

時間 主題 講員 

09:20 開幕致詞 陳輝龍牧師 

09:30 專題：惟獨聖經 劉孝勇牧師 

12:20 午餐  

13:30 

分組討論 

A 組 

路德回應「未知生，焉知死」：

以惟獨聖經詮釋 

羅馬書一章 16-17 節 

歐祈人牧師 

B 組 

惟獨聖經與講道 

俞繼斌牧師 

C 組 

惟獨聖經與宣教 

夏義正牧師 

16:00 致謝與祝福 陳輝龍牧師 

 


